
国家电网公司 2014 年社会责任根植项目目录

序号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1 国网北京电力 社会责任根植“电力爱心教室”公益项目

2 国网北京电力 社会责任根植“电能替代”

3 国网北京电力 社会责任根植智能配电网建设

4 国网天津电力 国网天津电力对接融入区域发展行动履责项目

5 国网天津电力 基于员工帮助计划实施的企业柔性管理

6 国网滨海供电公司 打造自贸区高端供电服务体系

7 国网河北电力 责任根植电网绿色发展--“电能替代 蓝天行动”

8 国网邯郸供电公司 外部期望内部化，推动公司和用户“双赢”

9 国网邯郸供电公司 凝聚各方力量打造护电新局面

10 国网邯郸供电公司 推动文化建设和社会责任的根植全面融合

11 国网邯郸供电公司 基于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四维”沟通体系

12 国网廊坊供电公司 “131”社区熟人志愿服务活动推动责任植根基层

13 国网冀北电力 高校媒体走进国网冀北电力

14
国网新源张家口风光储

示范电站有限公司
“中国梦 国网情—冀北心 风光行”责任传播

15 国网山西电力 建设一流“国家电网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

16 国网太原供电公司 服务城市道路建设履行社会责任

17 国网山东电力 社会责任根植班组建设 提升履责主体能动力

18 国网山东电力 为民服务“彩虹蓝天”供电保障改善民生

19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红石榴计划”关爱留守儿童

20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阳光业扩”构建透明用电服务体系

21 国网上海电力
综合价值最大化的浦东沿江核心区社会责任综合

示范

22 国网上海电力 编织绿色农网 扮靓“美丽乡村”

23 国网上海电力 体验式企业文化传播模式

24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 配电运检业务价值提升

25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 滴入融合，完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拼图

26 国网无锡供电公司 建设项目环境和谐性评估

27 国网义乌供电公司 构建企业与员工双层管理的社会责任体系

28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水电气业务合作

29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
基于社会责任视角全面推行供电所“权责清单”和

“服务清单”

30 国网嘉兴供电公司 服务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并网，助推节能减排

31 国网杭州供电公司 深化阿斌电力服务，塑造特色履责实践品牌



32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 “微”服务社会责任营销创新实践

33 国网诸暨市供电公司 保民生促发展解决“最后一公里”用电问题实践

34 国网嘉兴供电公司
合力推广农村表后服务新模式，实现企业社会多方

共赢

35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 加快电能替代建设 推进绿色社会发展

36 国网松阳县供电公司 深化电力便民服务地图的应用

37 国网安徽电力 特高压江淮行

38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 “微”服务践行“大”责任

39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 服务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

40 国网淮南供电公司 服务新能源 落地“四个服务”宗旨

41 国网黄山供电公司 绿色电能助推“美好乡村建设”

42 国网宣城供电公司 新建住宅小区配电设施代建代管，实现多方共赢

43 国网福建电力
“供电满意 情系老区——助力省级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加快发展”责任行动

44 国网漳州供电公司 片区服务“六个一”工程

45 国网福建电力 深化用电满意提升工程

46 国网漳州供电公司 塑造“闽南文化”特色亲情服务

47 国网湖北电力 实施村电共建，提升城乡一体化服务水平

48 国网湖北电力 依托水调自动化平台，增进厂网双赢

49 国网湖南电力 村村有交费点

50 国网常德供电公司 “电骡子”下山进城

51 国网永州供电公司 国网永州供电私人定制打造“零距离”品牌服务

52 国网河南电力 服务南水北调 彰显社会责任

53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 服务文化旅游城市建设

54 国网平顶山供电公司 抗旱保电惠民生，一座城市不再渴

55 国网商丘供电公司 勇担责任服务新能源发展

56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服务陇海路高架电力设施迁改

57 国网兰考县供电公司 倾力打造“亲民爱民的营销服务团队”

58 国网孟津县供电公司 “三项承诺”服务全国“美丽乡村”建设

59 国网郏县供电公司 建立服务留守家庭常态机制、彰显责任企业形象

60 国网江西电力 赣南苏区低电压治理改善民生

61 国网江西电力 打造井冈山共产党员服务队履责示范点

62 国网四川电力 社会责任根植负责任营销专业

63 国网北碚供电公司 电靓“家·园”服务提升行动

64 国网重庆市电力 “为民服务、电力先行”履责行动

65 国网鞍山供电公司
以追求综合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三维”体系



66 国网朝阳供电公司 践行群众路线 履行社会责任

67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
构建大连智能充换电服务网络，助推绿色新能源出

行

68 国网丹东供电公司 “绿江之舟”共产党员服务队

69 国网白城供电公司 网源携手、迎风起舞

70 国网长春供电公司 小灯泡点亮大民生

71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 员工诉求服务中心

72 国网吉林松原供电公司 电暖风”吹绿“家庭农场”

73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 规范分布式电源并网项目服务

74 国网黑龙江电力 积极主动服务黑龙江省重点产业项目（园区）建设

75 国网鹤岗供电公司 用电需求侧储备容量管理

76 国网赤峰供电公司 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77 国网通辽供电公司 “百所万里行”推进营销专业化管理

78 国网商洛供电公司 服务陕南移民搬迁

79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创新举措、用心服务，倾力打造便捷缴费通道

80 国网延安供电公司 建设延安革命老区 A类城市供电区

81 国网甘南供电公司 把光明送到藏区深处

82 国网甘肃电力检修公司 社会责任根植超、特高压电网运维管理

83 国网华亭县供电公司 社会责任根植乡镇供电所操作手册

84 国网嘉酒供电公司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根植绿色报装通道建设

85 国网金昌供电公司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根植能效管理《电子档案》

86 国网兰州供电公司
责任根植岗位“50 条” 服务兰州新区经济社会发

展

87 国网青海电力 责任根植城市核心区配电网建设改造与管理提升

88 国网青海电力 责任根植公益项目培育打造

89 国网青海电力 责任根植无电地区电网延伸通电工程建设

90 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 “365 工作法”，创新供电社区服务

91 国网新疆电力 责任引领，实现疆电外送综合价值最大化

92 国网新疆电力 服务“三民”、践行社会责任根植新模式

93 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 全面社会责任三化管理

94 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 阳光急修服务队，让灯先亮起来

95 国网西藏电力 无电地区电力建设

96 国网拉萨供电公司 履行客户服务责任，提升优质服务水平


